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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生机勃勃

的五月，300余种芍药构成的梦幻花海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热烈绽放，感兴趣

的市民可通过“上海辰山植物园”官方

微信号“云赏花”。

芍药园位于辰山植物园大草药园

内，占地面积1.5公顷。纯白、粉白、粉

紫、亮黄……市民可跟随镜头一路欣

赏辰山芍药园内梦幻如油画般的婀娜

花姿。据介绍，目前园内种植展示的

芍药属植物达300余种，其中伊藤杂种

30多个品种，芍药 140多个品种，预计

花期将持续至5月底。

“芍药不仅是名花，还是重要的药

用植物，《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

辰山植物园工作人员谭希睿介绍说，

芍药能收拾肝气，使归根反本。中药

里的白芍主要是指芍药的根，它是镇

痉、镇痛、通经药，对妇女的腹痛、胃痉

挛、眩晕、痛风、利尿等病症有效，古方

以白芍为主要药物的数以百计。芍药

中起药用活性的主要物质芍药苷是一

种单萜双环糖苷化合物。现代医学研

究表明芍药苷具有免疫调节、抗抑郁、

抗关节炎、抗血栓形成、抗肿瘤和肝脏

保护等功效。芍药种子还可榨油，与

牡丹籽油一样富含丰富的 a-亚麻酸，

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自身免疫疾病

有显著功效。

经常有市民游客分辨不清同属的

牡丹与芍药，那么芍药与牡丹究竟有哪些区别？“首先，芍

药的花略小，常见一朵或数朵顶生，且在叶腋中也有花朵

生出；牡丹的花巨大，且都是独朵顶生。再看茎，芍药的

茎为草质，落叶后地上部分枯死；牡丹的茎为木质，落叶

后地上部分不枯死，故又称之为‘木芍药’。”谭希睿说。

记者在采访中留意到，芍药园内种植的并非全是芍

药属。上层骨架植物以白蜡、无患子、七叶树及椴树、悬

铃木等落叶大乔木为主，中层植物以原址保留的桂花等

木樨科植物为主，补充了野茉莉、卫矛、锦带、接骨木、木

槿和胡枝子等春末夏秋开花或观叶的种类，下层则以牡

丹、芍药为主题植物，搭配德国鸢尾等花期、习性相近的

宿根植物，适当点缀以秋季盛花的其他宿根植物，轮廓选

用柔和的自然曲线，种植在不同层次的花台之上。“我们

通过科学配置，营造乔灌草的自然群落，形成以春末夏秋

花开为特色的北核心区域，与南核心区早春的满树繁花

之景错开，带给游客不同的观赏体验。”谭希睿说。

本报讯（记者 宋崇） 今年的禁渔期刚过，城市河道

中央便横贯起两张渔网。5月 16日，记者途经思鲈园附

近的一座桥时，看到了这样一幕。当天，派出所民警将这

两张渔网收起带回，附近居民则将被渔网“粘”住的两条

鱼放生，而渔网主人始终不见踪影。

5月16日下午，与不少防范区居民一样，记者趁着好

天气出门散步，途经思鲈园附近的一座桥时，看到不少居

民正在垂钓，而一旁，有三两市民一直朝着河道指点、张

望。记者上前发现，河道中央赫然横贯着一张渔网，两头

分别用绳子栓在河道两侧护栏的石柱上。“是谁下的渔

网？”不少市民彼此询问，但始终无人作答。

不一会儿，民警来到现场，经查看，发现桥的东西两

侧各有一张渔网。民警初步寻找渔网主人未果后，按规

定将渔网收起带回。收网过程中，记者看到，这两张渔网

皆为丝网，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粘网”，每张约有50米长，

其中一张网已“粘”上了一条鲫鱼和一条昂刺鱼。“两条鱼

还都活着，你看这条昂刺鱼肚子高高隆起，估计是条母

鱼，已有了鱼籽，把它们放掉吧。”市民沈先生说罢，动手

将两条鱼“解救”放生。

记者随后致电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执法人

员介绍，今年上海的禁渔期为 2月 16日 12时至 5月 16日

12时，禁渔期虽已结束，但渔业捕捞须有正规资质，持有

相关证件方可进行，私自下网捕捞属于违法行为。工作

人员同时提示，即便是休闲垂钓，也需遵守“一人一竿一

钩”的规定，严禁“毒鱼、电鱼”等非法捕鱼方式及工具。

据了解，今年禁渔期内，区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加大

禁渔宣传，共发放、张贴禁渔宣传资料 8000余份；联合区

河长办、水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和河道非

法网具清理取缔工作，查获非法捕捞案件80余起，没收丝

网等各类网具近300件。相关部门表示，希望市民能遵守

有关规定，共同保护良好生态环境。

□记者 李梦颀

辖区总人口1万余人，其中工业园区、公寓宿舍

占了九成，对于地处车墩镇集镇与工业区周边的高

桥村而言，本轮疫情让村里的防控压力骤增。面对

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高桥村党总支因情施

策，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和社区志愿者排摸人员信息

底数、协助开展核酸检测采样、解决社区民生需求，

筑牢基层防疫堡垒。

以少对多连轴转
李国权是车墩镇工业开发公司第一联合支部

书记，自 3 月 25 日起，他便主动报名驻扎在高桥

村，和四名组员一同负责高桥村基地、松闵路商

铺、新加路企业和公寓等地共计 2300 余人的防疫

工作。从组织开展核酸采样、搬运物资，到送医配

药、巡逻商铺，大大小小的任务都落在了他们的肩

上。“我们 24小时待命。”李国权告诉记者，每当半

夜有紧急情况，他都会毫不犹豫地爬起来，“跟病

毒赛跑，慢不得。”

组织核酸检测采样时，李国权偶尔也会遇到居

民的不理解，向他发泄情绪、诉说不满，但李国权都

一一倾听、安抚。“居民情绪有波动我能理解，我能

做的就是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给他们信心和安

全感。”李国权说。此外，针对商铺的特殊性，按照

高桥村党总支“前探+后采”的要求，李国权反复排

摸 48小时内未做核酸检测采样的商铺并贴封条标

记。“我每天晚上都会去转一转，检查商铺人员是否

应检尽检。”李国权说。

细致排摸底数清
茸江路 930 弄那卡电子生活区是高桥村的辖

区，1600多常住人口分别住在日租房、旅馆、商铺、

员工宿舍等。面对复杂的人员结构，高桥村党组织

与生活区物业共同开展防疫工作。高桥村党总支

书记朱明告诉记者，为做好对楼层、房间、人数等信

息的把控，党总支组织人员分时段、分批次采取按

幢式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排摸人员信息。

随着疫情形势的不断发展，高桥村党组织组织

协调63名队员成立“那卡抗疫突击队”，并分成送药

配药、环境消杀、物资配送等小组。“防疫工作千头

万绪，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突击队负责人、党

员夏玲玲告诉记者，按照相关防疫要求，生活区内

部分租户需上门单采。但是，公寓楼楼道通风条件

差，防护服时效性有限，志愿者与医务人员两人一

组轮流上楼。“每次采样结束，都会发现志愿者和医

务人员最里层的手术帽是湿透的。不过情况已经

好非常多了，我们工作也有经验了，曙光就在前

头！”夏玲玲介绍，当前，那卡电子生活区已在准备

复工复产。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高桥村两委班子始终以

“隔离不停歇”的工作态度，24小时服务热线不断响

彻，服务不断档。截至目前，累计发放镇级保供物

资 67000 余人次，包括周边卡车司机、居无定所人

员、少数民族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村级保供服务

1500余人次，保医送药志愿服务232人次。

□记者 李梦颀

“马老师人很热心，做事细心，疫情期间帮了我

很多忙，我真的很感动。”车墩镇联庄村村民马寿通

不停地向记者诉说着对“马老师”的感谢。他口中

的马老师叫马福强，今年 55岁，是中山街道社区学

校的一名教师，也是一名党员。从维持核酸检测秩

序、环境消杀，再到帮助村民采购运送秧苗，自 3月

17日起，无法回校授课的他便走下“三尺讲台”，奔

赴“抗疫一线”，投身到车墩镇抗疫志愿者工作中。

采样助手，冲锋在抗疫一线
“我是一名党员，这种时候当然要义不容辞。”

马福强说，第一天加入抗疫志愿者时的经历令他至

今记忆犹新。那天，马福强的任务是在车墩镇高桥

村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我凌晨 3点就起身了。”

因为担心错过通知，马福强几乎一晚上没睡着。当

人们还在梦乡时，他已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开始各

项准备工作。

高桥村外来人员多，采样工作忙，从凌晨 3 时

至上午 10 时整整 7 个小时，马福强穿着密不透气

的防护服与数千名居民不断地沟通、解释。采样

结束后，他早已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口罩在脸上

勒出了深深的印子。“虽然很累，但是值得。”马福

强说。

消杀卫士，不放过任何细节
4月上旬，因为需要照顾年迈的母亲，马福强回

到了车墩镇联庄村，但他依旧闲不下来。“看到村里

有需要，就报名了。”自此，马福强开始负责联庄村

七队的消杀及抗疫物资分发等工作。联庄村七队

共有居住人口187人，马福强作为队长，与另一名志

愿者共同负责一天两次的消杀工作。

戴着口罩闷不透气，消毒箱重达 40 余斤，马

福强每天都“负重前行”。倒入消毒液、穿好隔离

衣、背上消毒箱、手拿喷雾器……每天清晨，“蓝

色身影”便穿梭在车墩镇联庄村七队的各个角

落，一户户人家、一级级台阶，马福强不厌其烦地

对宅前屋后，特别是对门把手等易携带病毒的设

施进行全面又细致的消杀。“消杀不能错过任何

一个细节，不能马虎，这是对村民安全的负责！”

马福强说。除了村民的房屋周边，室外道路、垃

圾存放点等公共场所也是他每天开展环境消杀

工作的重点范围。

秧苗“团长”，解村民燃眉之急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疫情之下为了不误农时，

马福强兼任起了“团长”，负责采购、运送以及分发

秧苗。“因为疫情，不少村民买不到秧苗，我就组织

有需要的村民一起采买。”马福强说。四处联系苗

圃，组织村民们团购了辣椒、茄子、丝瓜、黄瓜、番茄

等秧苗，帮助村民解了燃眉之急。

“都是父老乡亲，能帮就帮，也就多跑几趟的

事。”马福强说，本轮疫情期间，他共为村民购买了

1000多株秧苗，全是自己骑电瓶车拉回来的，一共

跑了三趟才拉完，然后再一家家分发到村民的手

中。“真的很感谢马老师，让我们赶上农时种下了秧

苗。”村民马志方感激地说。

□记者 李天蔚

奔波忙碌于战“疫”中，但松江的医务人员们

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这场挑战。他们当中

不乏多才多艺者，用自己的特长记录了这段难忘

的经历。

执笔作画 传递必胜信心
“来，看镜头！”凌晨3点的松江街头，运送核酸样

本途中，同事为凤陈辰拍下了一张照片。凤陈辰是

中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射科的医生，当天，他

从中午12点就开始忙着核酸采样，辗转了好几个点

位，采样结束后再送样，直到凌晨还在街头奔波。

这张照片感染了同是中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医务人员顾强，他拿起画笔，将这个瞬间定

格成了一幅色彩画。

本轮疫情以来，医务人员们纷纷奔赴一线，在

忙碌间隙留下了不少照片，也成了顾强的创作素

材。爬完六层楼后，水汽模糊了面屏；深夜完成任

务后，开车行驶在安静的街头；核酸采样现场，与合

作搭档合个影……在顾强看来，这些照片背后，是

医务人员的专业与坚守。

“安全距离应当有，人间温暖不能无。”顾强说，

“我通过画下这些瞬间，为大家加油，也希望给他们

多一些支持，多一些温暖。”

自制视频 讲述抗疫故事
除了绘画，医务人员中还有很多才艺“达人”，

用不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抗疫路。方塔中医医院

内科一护士王春雨就制作了一条视频，讲述了抗疫

工作的点点滴滴。

本轮疫情以来，王春雨和同事们先后坚守采样

点，入驻隔离点，忙碌的工作让她很长时间没能和

家人相见。然而，在自制的视频中，她表示：“没有

困难的工作，只有不怕困难的医护。”

视频中，悦耳的背景音乐和活泼的表情包，展

现出王春雨不论风雨总是微笑以对的乐观心态。

“希望疫情能快点结束，大家都能和家人团聚。”视

频末尾，王春雨表达了自己同时也是广大医务人员

真挚的愿望。

因情施策筑堡垒 织牢织密“防疫网”
——车墩镇高桥村以党建引领疫情防控工作

走下三尺讲台 奔赴抗疫一线
——党员马福强的抗疫故事

私自网鱼属违法
休闲垂钓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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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香紫”芍药。 通讯员 沈戚懿 张颖 摄

松江医务人员中不乏多才多艺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记录难忘经历——

战“疫”时光“艺”起记录

所有进村的物资都严格进行消杀。 通讯员供图

顾强笔下，反映医务人员一线战“疫”的手绘作品。 受访者供图


